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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卡撒天嬌

卡撒天嬌集團於1993年在香港建立，主要以旗下自創品牌「卡撒天嬌」、「卡撒 ·

珂芬」及「CASA-V」從事各種床上用品的設計、生產、分銷及零售，尤其專注高

端及頂級床上用品市場。本集團產品主要分為三個種類，包括床品套件、被芯

及枕芯，以及家居用品。現時集團乃中港兩地品牌床上用品的領先企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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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撒天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概覽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報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中國」）消費者近年消費習慣改

變，傳統零售商面對電子商貿的衝擊和租金及人工等經營成本持續高企的影響下，經營環境日

趨艱難，電子商貿無疑成為近年來中國消費的熱點方向。然而，中國經濟穩中向好，消費者信

心向好，中國商務部近日提出2017年上半年國內零售業發展呈現良好勢頭。

至於香港市場，消費信心稍弱，香港政府統計處近日公佈2017年上半年的零售業總銷售價值

及總銷貨數量之臨時估值對比去年同期均呈輕微下跌。耐用品消費未能受惠於訪港旅客人數回

升，床上用品零售購買者仍然以家庭用者為主，床上用品企業需要推出優惠或贈送禮品吸引消

費者關注。

業務回顧

自刊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起，本集團的營運及分部資料概無任何重大變動。上

半年為床上用品傳統淡季，本集團嚴格控制各項開支，同時積極開拓商業客戶合作機會，並尋

求不同產品業務發展機會及加大電子商貿發展的資源投放。回顧期內，受香港零售市道疲弱影

響，整體自營零售額跌幅顯著，儘管其他業務銷售額有大幅增長（尤其根據大額購買協議向某批

發客戶作出的銷售），本集團營業收入總額為港幣177.3百萬元，對比2016年同期的港幣184.6百

萬元下跌3.9%；因為去年搬遷中國銷售總部到惠州生產園區及調整國內實體銷售網絡得到節省

開支的成效，並且減少了投資減值虧損撥備，回顧期內溢利為港幣22.2百萬元，對比去年同期

的港幣6.9百萬元大幅上升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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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銷售網絡及發展商業客戶渠道

鑑於實體銷售網點（「網點」）的經營成本不斷上升，本集團在回顧期內繼續調整網點佈局，關閉

盈利表現未如理想的網點。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225個網點（2016年12月31日：

255），當中包括113個自營網點及112個由分銷商經營的網點，覆蓋中國、香港及澳門（統稱 

「大中華地區」）共76個城市。

為減低對實體網點零售銷售收入的依賴，我們近年加大開拓商業客戶市場的資源，盡力提升本

集團在商業客戶市場的地位。本集團在2017年6月份夥同美國國際棉花協會於香港一家高級酒

店聯合舉辦「全球信賴美棉，舒適旅行甄選」午餐研討會，會場內展示了本集團「CASA-V」品牌

的5A功能床上用品，吸引了約80位香港酒店業界代表出席參與。是次研討會非常成功，得到香

港多份報章廣泛報導，香港酒店業界對本集團產品的高質素皆表示認同。除了酒店外，本集團

在回顧期內亦為不同機構提供床上用品，包括香港政府部門、中國政府部門、社康機構、醫院

及大學宿舍等。另外，本集團與其他商業客戶合作業務包括為不同商戶的禮品換領活動提供貨

品，例如香港連鎖零售商、香港及國內銀行、國內電話網絡供應商等。

積極推廣卡通人物產品

經過2016年重組卡通人物授權組合，本集團在2017年上半年積極推廣新增授權卡通人物的產

品，包括癲噹（DIN DONG）、DustyKid等，積極支持香港創意發展。另外，本集團把握暑假卡通

電影熱潮，推廣國際知名的卡通人物如Minions、變形金剛（TRANSFORMERS）等的新產品。在回

顧期內，本集團與台灣知名漫畫「黃阿瑪的後宮生活」落實卡通人物授權協議，並在2017年3月

率先推出「黃阿瑪的後宮生活」限量版產品推廣活動，每成功售出一套限量版產品，本集團撥捐

港幣20元予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支持其於香港的保護動物工作，並在本公司Facebook專頁幫忙

宣揚其對寵物「愛護動物 •尊重生命 •不殺不棄」的願景，是次活動得到消費者的廣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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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市場推廣

隨著社交媒體的應用已普及至各年齡層的消費者，本集團近年在傳統市場推廣渠道之外，亦

加大投放資源於線上廣告及社交媒體推廣。本集團主要通過Facebook專頁向香港消費者發放

資訊及進行雙向溝通，在2017年6月本集團Facebook專頁的支持者突破15,000人。我們亦通過

Facebook專頁教育消費者選擇合適枕芯及被芯及正確產品護理方法等專業知識，推廣本集團「健

康睡眠專家」的形象。本集團在回顧期內拍攝新一批代言人的形象照，並更新店面形象。我們

在回顧期內的努力得到香港各方的肯定，本集團再度獲《TVB周刊》選為「母親至愛床上用品品牌

2017」，並獲香港工業總會頒發「Q嘜人氣品牌大獎2017」。

本集團亦大力加強在國內的線上推廣。我們在回顧期內投放更多資源提升微信文章的品質，令

本集團微信文章轉發率及互動參與度對比去年同期明顯上升，在2017年6月本集團企業微信關

注用戶人數突破15,000人。此外，本集團的微博文章閱讀最高突破60萬點擊。為提升知名度，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與大中華地區獨家代理之奧地利頂級衛浴織品品牌「VOSSEN」，攜手參與於上

海舉行的「天貓國際家紡展」活動，推介「VOSSEN」2017春夏家居新品系列。

前景展望

2017年下半年，中國政府將會繼續推動城鄉化及加大內需，以達成穩定的年度經濟增長。我們

預計國內及香港的新居入伙及搬屋依然頻繁，加上下半年為受歡迎的婚慶季節，以及天氣轉冷

及節慶較多，我們對於2017年下半年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為把握床上用品市場旺季的機遇，

本集團將會從產品、銷售渠道及市場推廣方面推出不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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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品業務多樣性

本集團於8月初推出「CASA-V」驅蚊蟲系列產品，產品採用英國研製HHL Technology Vital 

Protection配方，全面驅走蚊子及昆蟲。Vital Protection是一種絕對安全及極有效之化學品，經證

實能有效驅走昆蟲（包括蚊子、蠓蟲、臭蟲、蒼蠅及跳蚤）並減低經以上媒介傳播疾病之健康相

關風險。「CASA-V」驅蚊蟲系列產品將進一步推廣本集團「健康睡眠專家」之形象。

順應國內大型家居店潮流，本集團開設「家居生活館」的籌備工作陸續完成。我們已與廣東一間

傢俬生產及零售商簽訂合作協議，第一家「家居生活館」預計將於2017年第四季於廣東省惠州市

開幕。「家居生活館」店內將會分不同區域展示不同室內設計風格的睡房傢俬及床上用品搭配，

為消費者提供時尚而個人化的睡房傢俬選擇，與本集團本身的床上用品業務亦有協同效益。

本集團亦計劃投放更多資源，加強優質床褥銷售業務。我們目前正在接洽不同的戰略夥伴，計

劃引入更多進口及國內生產的床褥產品。本集團在7月份已在香港開設兩個「床褥體驗館」，初

期銷售現有床褥及枕芯產品。未來我們將會加大床褥產品組合，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

繼續開拓商業客戶市場及調整銷售渠道

商業客戶市場仍然是本集團業務發展的重要一環。本集團在7月初與一家以香港為業務發展基地

的航空公司簽訂供貨協議，為該公司航班提供毛毯等產品。我們視此合作契機為本集團打入航

空公司市場的非常重要一步。另外，本集團將會持續參與不同商戶的貨品報價及招標，繼續努

力尋求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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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經營成本較低的銷售渠道，本集團正在籌備推出香港線上購物網站。我們相信香港線上

購物網站將有效展示本集團產品之餘，亦有利於收集及分析香港消費者對本集團產品消費習慣

的數據，讓本集團優化客戶關係管理及針對性研發新產品。我們亦會適度調整香港的實體銷售

網絡佈局，按店舖租約完結關閉盈利能力未如理想的網點，並在下半年於不同新入伙住宅區開

設新專門店。

至於國內市場，由於國內百貨公司受電子商貿衝擊嚴重，加上百貨公司佣金及推廣活動費用偏

高，本集團將會以新興的購物中心為重點，計劃集中於華南地區開設新網點。我們亦會繼續投

入資源發展線上銷售平台，以迎合國內消費者的購物習慣。

加強市場推廣及提升品牌形象

2017年下半年，本集團的國內線上市場推廣重點放在新媒體的主流應用程式平台上，目標於短

時間內建立互動話題，直接為電子商貿提升購買率。至於香港市場方面，線上市場推廣將會依

然集中在Facebook專頁、集團網站及網上廣告。

至於線下市場推廣，本集團在將會在電視、報紙、雜誌、公共交通月台及車身投放廣告。另

外，我們將會為香港一家電視台的重點劇集提供產品贊助，初步估計該劇集將於2017年10月份

在香港播出，希望藉此引起更多公眾對於本集團產品的關注。

本集團亦通過贊助不同活動及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回饋社會同時提升品牌形象。本集團已

確定在2017年第四季第三度冠名贊助仁濟醫院舉辦的「仁濟慈善行」，與香港的各方善心人士共

襄善舉。

本集團將秉持「時尚、創意、功能」為特色的設計理念，致力為消費者提供價格合理、品質上

乘、設計時尚的床上用品及合適的新穎家居用品。我們將會繼續開拓收入來源及提升集團品牌

價值，長遠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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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回顧期內，本集團取得收入港幣177.3百萬元（2016年：港幣184.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9%。整體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中國及香港零售收入的減幅高於回顧期內其他業務銷售額的增

幅所致。

由於香港及中國的自營零售額下跌，自創品牌的銷售額（佔本集團收入約86.7%（2016年：

85.8%））下降3.0%至港幣153.7百萬元（2016年：港幣158.4百萬元）。由於回顧期內香港全新的特

許卡通產品的銷售額增加並不足以抵銷特許品牌產品因合約終止而導致的銷售額減少，我們的

特許及授權品牌銷售額下降9.7%至港幣23.6百萬元（2016年：港幣26.2百萬元）。

按渠道劃分，回顧期內的自營零售額為港幣109.6百萬元（2016年：港幣129.1百萬元），佔總收

入約61.8%（2016年：69.9%），較去年同期下降15.0%。為應對中國網上銷售的激烈競爭，本集團

對銷售網絡進行重組，與去年同期相比，自營網點數目減少了13個，導致中國自營零售額下降

9.2%。回顧期內，由於香港零售市場放緩，香港的自營零售額亦下降16.7%。與去年同期相比，

分銷業務銷售額大致維持相同水平，為港幣14.2百萬元（2016年：港幣14.2百萬元）。鑒於根據

大額購買協議向香港某批發客戶作出的銷售增加，其他業務銷售額於回顧期內增加29.4%至港幣

53.5百萬元（2016年：港幣41.3百萬元）。

按產品劃分，回顧期內的床品套件銷售額為港幣74.4百萬元（2016年：港幣113.8百萬元）。被芯

及枕芯的銷售額為港幣97.2百萬元（2016年：港幣62.5百萬元），而其他家居用品的銷售額則為

港幣5.7百萬元（2016年：港幣8.3百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除自營零售額下降為原因外，床

品套件的銷售額下降34.6%和被芯及枕芯的銷售額增加55.6%是由於根據大額購買協議向香港某

批發客戶作出的「CASA-V」品牌床品套件銷售於回顧期內轉移至「CASA-V」品牌被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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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回顧期內來自香港及澳門、中國及其他地區的收入分別為港幣138.6百萬元（2016

年：港幣144.3百萬元）、港幣38.1百萬元（2016年：港幣40.0百萬元）及港幣0.6百萬元（2016年：

港幣0.3百萬元）。由於回顧期內香港的自營零售額下降並不足以被根據大額購買協議向某批發

客戶作出的銷售增加所抵銷，來自香港及澳門的整體收入減少4.0%。儘管中國分銷業務銷售額

增加，但由於中國自營網點減少了13個，來自中國的收入減少4.8%。

毛利及毛利率

與去年同期的港幣116.1百萬元相比，回顧期內的毛利為港幣116.8百萬元，處於相若水平。回顧

期內的整體毛利率為65.8%，高於去年同期的62.9%。與去年同期相比，整體毛利率增加主要是

由於回顧期內的人民幣貶值令原材料及生產成本較低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由於回顧期內並無註銷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的收益（2016年：港幣8.8百萬元）、可供出售投資的減

值虧損（2016年：港幣7.7百萬元）、可換股貸款的減值虧損（2016年：港幣3.0百萬元）及可換股

債券的衍生工具部分的公平值減少（2016年：港幣0.7百萬元），回顧期內的其他收益為港幣1.9

百萬元（2016年虧損：港幣4.1百萬元），主要為呆賬撥備撥回淨額及匯兌收益淨額。

開支

回顧期內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由去年同期的港幣74.0百萬元下降8.5%至港幣67.7百萬元。此乃主

要是由於缺少2016年已終止的授權品牌中國專利費、百貨公司的專櫃佣金及相關開支減少，以

及於香港及中國的宣傳及推廣開支減少所致。

回顧期內的行政開支亦減少10.0%至港幣23.6百萬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港幣26.3百萬元。行政開

支減少主要是由於中國零售總部於2016年由深圳遷往惠州後令回顧期內的中國員工成本及租賃

付款有所減少及回顧期內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確認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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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溢利

回顧期內，本集團取得溢利港幣22.2百萬元（2016年：港幣6.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220.9%。回顧期內溢利大幅增加主要是由於 (i)銷售及分銷成本下降，尤其是2016年已終止的授

權品牌中國專利費、百貨公司的專櫃佣金及相關開支和宣傳及推廣開支；(ii)中國零售總部於

2016年由深圳遷往惠州後令員工成本減少及並無有關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的費用；(iii)並無就可

供出售投資及可換股債券的減值虧損作出撥備；及 (iv)中國附屬公司的營運改善所致。

EBITDA指毛利減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並已加回折舊、攤銷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回

顧期內的本集團EBITDA由去年同期的港幣23.9百萬元增加33.3%至港幣31.9百萬元。此乃主要是

由於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減少以及中國附屬公司的營運改善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回顧期內，本集團一貫恪守審慎的財務管理原則，以盡量減少財務及經營風險。本集團以內部

產生的現金流作其營運資金。銀行借貸主要用於撥支過往年度惠州生產基地的建設。回顧期

內，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現金淨額增加27.5%。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總額 41,967 50,171

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208,084 180,482

現金淨額 166,117 130,311

總資產 492,644 490,105

總負債 108,353 133,782

權益總額 384,291 356,323

流動比率 3.2 2.7

總資產負債比率（附註） 10.9% 14.1%

附註：總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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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港幣42.0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港幣50.2

百萬元），其中89.3%及10.7%分別以港幣及人民幣計值，銀行借貸全為浮息借貸，實際年利率介

乎1.91%至5.47%（2016年12月31日：1.63%至5.97%）及須於五年內償還。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港幣6.6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港幣8.0

百萬元），以港幣及人民幣計值，而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港幣201.5百萬元（2016年12月

31日：港幣172.4百萬元），其中除約0.3%以美元及歐元計值外，其餘皆以港幣及人民幣計值。

於2017年3月24日，卡撒天嬌香港有限公司、卡撒天嬌國際有限公司及卡撒天嬌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均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借款人」））及本公司（作為擔保人）確認彼等接納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為貸款人（「貸款人」））發出的融資函件（「融資函件」）。融資函件與

以下各項有關：(i)總額最高為港幣0.5百萬元的擔保函及備用信用證融資，須受貸款人按年檢討；

(ii)最高為港幣10.0百萬元的循環貸款融資，須受貸款人按年檢討；及 (iii)於2017年2月28日餘額

最高約為港幣38.7百萬元及港幣5.9百萬元並分別於2020年1月27日及2021年6月3日到期的定

期貸款。融資總額最高約為港幣55.1百萬元，乃由貸款人根據融資函件所載條款及條件授予借

款人。融資函件（內容包括由貸款人授予借款人的銀行融資）就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按下文界

定）的特定履約責任訂明一項契諾。

根據融資函件，倘鄭斯堅先生、鄭斯燦先生及王碧紅女士（「最終控股股東」）共同不再直接或間

接持有及控制本公司股份而使彼等共同無法再繼續成為本公司最大單一股東集團，即屬（包括其

他事項在內）違約事項，於該情況下，融資函件項下之所有融資將被終止及融資函件項下之所有

未償還貸款或須按要求即時予以償付。於本報告日期，最終控股股東最終持有本公司約62.7%已

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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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本集團主要面對人民幣的外匯風險，而此種風險可被中國

收入及支出大幅抵銷。本集團預期任何港幣兌人民幣升值或貶值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產生

重大影響。本集團沒有採用任何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會密切監察人民幣走勢，必要時將採取適

當的措施以應對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向若干位於香港及中國的銀行抵押了其賬面總值為港幣125.4百萬元

的租賃土地及樓宇、預付租賃款項及定期存款，作為授予本集團銀行融資的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正積極物色及尋找為其現有業務帶來潛在協同效應的合適投資。本集團將僅會考慮任何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潛在投資。於本報告日期，概無就任何投資達成協議。



12卡撒天嬌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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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期後事項

於回顧期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重大期後事項。

首次公開發售及配售股份所得款項的用途

本公司已收到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及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分別約港幣44.2百萬

元及約港幣57.0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計劃金額 已動用金額 剩餘金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來自首次公開發售：

擴大銷售網絡 37.0 28.5 8.5

管理資訊系統升級 4.0 2.5 1.5

品牌建設及產品推廣 2.2 2.2 –

一般營運資金 1.0 1.0 –

合計 44.2 34.2 10.0

來自配售股份：

一般營運資金及可能性投資 57.0 26.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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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為637人（2016年：693人），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為港幣43.2百萬元（2016年：港幣46.8百萬元）。僱員人數有所減少，主要

是由於回顧期內自營網點（主要位於中國）數目減少所致。總員工成本減少乃由於與去年同期相

比，董事酬金、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及中國的僱員人數減少所致。

本集團為僱員提供符合行業慣例並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各種福利，包括員工宿舍、培訓、醫

療福利、保險、強積金、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已採納購股權計劃（經唯一股東於2012年10月22日通過的決議案批准，（「購股權計

劃」）），並於2015年4月9日向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可認購合共5,594,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

元的普通股，行使價為每股港幣4.95元。於2015年4月9日授出購股權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2015年4月9日的公告內。購股權的可行使期間為2015年10月9日至2018年4月8日。根據由

一家獨立評值公司作出的估值報告，於2015年4月9日授出購股權的估計公平值總額約為港幣

8,200,000元。

於2017年6月30日，購股權計劃項下的2,954,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詳情

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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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回顧期內本公司購股權的變動：

    於2017年  於2017年
    1月1日的 回顧期內變動 6月30日的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已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購股權數目
  （附註） （港幣）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鄭斯堅先生 9.4.2015 9.10.2015-8.4.2018 4.95 330,000 – – – 330,000
鄭斯燦先生 9.4.2015 9.10.2015-8.4.2018 4.95 330,000 – – – 330,000
王碧紅女士 9.4.2015 9.10.2015-8.4.2018 4.95 330,000 – – – 330,000
莫贊生先生 9.4.2015 9.10.2015-8.4.2018 4.95 1,000,000 – – – 1,000,000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合計    1,990,000 – – – 1,990,000

僱員 9.4.2015 9.10.2015-8.4.2018 4.95 1,144,000 – – (180,000) 964,000

總計    3,134,000 – – (180,000) 2,954,000

附註：

於2015年4月9日授出的購股權，可行使期間為2015年10月9日至2018年4月8日（包括首尾兩日），行使詳情
如下：

(i) 根據購股權計劃於2015年4月9日授出的購股權之總數50%可於2015年10月9日開始行使；及

(ii) 根據購股權計劃於2015年4月9日授出的購股權之總數50%可於2016年4月9日開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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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的權益

於2017年6月30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的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購股

權中擁有已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或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元的普通股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附註4）

鄭斯堅先生 實益權益 4,500,000 1.8%
 配偶權益 3,375,000 1.3%
 受控法團權益 150,000,000 58.0%
 （附註1）

  157,875,000 61.1%

鄭斯燦先生 實益權益 4,125,000 1.6%
 受控法團權益 150,000,000 58.0%
 （附註2）

  154,125,000 59.6%

王碧紅女士 實益權益 3,375,000 1.3%
 配偶權益 154,500,000 59.8%
 （附註3）

  157,875,00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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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擁有權益的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購股權 相關股份數目

鄭斯堅先生 實益權益（附註1） 330,000 330,000
 配偶權益（附註1） 330,000 330,000

  660,000 660,000

鄭斯燦先生 實益權益（附註2） 330,000 330,000

王碧紅女士 實益權益（附註3） 330,000 330,000
 配偶權益（附註3） 330,000 330,000

  660,000 660,000

莫贊生先生 實益權益 1,000,000 1,000,000

附註：

(1) 鄭斯堅先生擁有World Empire Investment Inc.（「World Empire」）的40%權益，而World Empire擁有
本公司58.0%已發行股本的權益。因此，鑑於鄭斯堅先生於World Empire的權益，鄭斯堅先生被
視為擁有本公司該等58.0%已發行股本的權益。鄭斯堅先生亦擁有本公司1.8%已發行股本的權
益，並於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中擁有可認購330,000股股份的權益。鄭斯堅先生被視
為擁有由其配偶王碧紅女士持有的本公司1.3%已發行股本的權益及於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王碧
紅女士可認購33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中擁有權益。然而，倘本公司將不能遵守上市規則的公
眾持股量規定，則鄭斯堅先生及王碧紅女士各自確認其將不會行使任何購股權。

(2) 鄭斯燦先生擁有World Empire的35%權益，而World Empire擁有本公司58.0%已發行股本的權益。
因此，鑑於鄭斯燦先生於World Empire 的權益，鄭斯燦先生被視為擁有本公司該等58.0%已發
行股本的權益。鄭斯燦先生亦擁有本公司1.6%已發行股本的權益，並於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
購股權中擁有可認購330,000股股份的權益。然而，倘本公司將不能遵守上市規則的公眾持股
量規定，則鄭斯燦先生確認其將不會行使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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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碧紅女士是鄭斯堅先生的配偶及擁有World Empire 的25%權益，因此，王碧紅女士被視為擁
有本公司58.0%已發行股本的權益。王碧紅女士擁有本公司1.3%已發行股本的權益，並於根據
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中擁有可認購330,000股股份的權益。王碧紅女士被視為擁有由其配
偶鄭斯堅先生持有的本公司1.8%已發行股本的權益及於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鄭斯堅先生可認購
33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中擁有權益。然而，倘本公司將不能遵守上市規則的公眾持股量規定，
則鄭斯堅先生及王碧紅女士各自確認其將不會行使任何購股權。

(4) 該百分比乃根據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的258,432,000股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6月30日，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的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

於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主要股東名冊顯示，除上文就

若干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披露的權益外，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彼等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

之相關權益。

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元普通股的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

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附註2）

World Empire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50,000,000 58.0%

楊俊偉 實益擁有人 21,860,000 8.5%

附註：

(1) World Empire為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其已發行股本分別由鄭斯堅先生、鄭斯燦先生及
王碧紅女士分別擁有40%、35%及25%。

(2) 該百分比乃根據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的258,432,000股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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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中載列

的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6.7條之偏差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以公正了解股東的意

見。在2017年5月26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

董事由於其他已預先安排的公務而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已提醒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非執行董事出席股東大會以全面瞭解股東的意見。

於2017年5月26日，甘亮明先生及梁耀文先生退任彼等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務，而張華強

博士及周安華先生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選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起生效。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所採納的有關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的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

董事均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本公司行為守則及標準守則所規定的規定交易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張森泉先生、張華強博士及周安華先生組成，

並由張森泉先生擔任主席）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包括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

另外，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我們的核數師德

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此審閱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

「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訊審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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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斯堅先生（主席）、鄭斯燦先生（副主席）及

王碧紅女士；非執行董事莫贊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森泉先生、張華強博士及周安華先

生。

承董事會命

卡撒天嬌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斯堅

香港，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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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

執行董事

鄭斯堅先生，57歲，本集團的創辦人之一，於1993年5月創辦本集團業務。彼於2012年4月2日

獲委任為董事並於2012年10月22日轉任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彼現為本集團於香港及英屬處

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所有附屬公司的董事以及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所有附屬公

司的法人代表。彼負責本集團的策略規劃，特別是產品開發及生產。彼於床上用品生產及紡織

品貿易方面積逾20年經驗。鄭先生是王碧紅女士的配偶及鄭斯燦先生的胞兄，二者亦為執行董

事。

鄭斯燦先生，44歲，本集團的創辦人之一，於1993年5月創辦本集團業務。彼於2012年4月2日

獲委任為董事並於2012年10月22日轉任執行董事兼董事會副主席。彼現為本集團於香港及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所有附屬公司的董事。鄭先生於2016年9月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

負責本集團的策略規劃，特別是產品開發及銷售管理。彼於床上用品行業積逾20年經驗。彼

乃鄭斯堅先生的胞弟及王碧紅女士的小叔子，二者亦為執行董事。鄭先生獲香港工業總會頒授

「2013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並自2015年8月起獲委任為中國廣州市黃埔區政協委員會常務委

員。

王碧紅女士，50歲，自1993年8月起已擔任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的董事。彼於2012年4月2日獲

委任為董事並於2012年10月22日轉任執行董事。彼現為本集團於香港及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的所有附屬公司的董事。彼負責本集團的策略規劃，特別是香港的採購及銷售管理。彼於床上

用品行業積逾20年經驗。彼自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取得國際經濟合作專業的文憑。王女士是

鄭斯堅先生的配偶及鄭斯燦先生的兄嫂，二者亦為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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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

莫贊生先生，46歲，於2015年4月9日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莫先生為 Capital Union Investments 

Limited 之董事總經理，該公司為在大中華區及海外均擁有投資組合之直接投資公司。彼現時亦

為華人策略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89，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的執行董事。莫先生分別於

2014年4月至2017年1月間擔任華人飲食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272）及於2015年5月至2015

年9月間擔任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893）的執行董事，而上述兩間公司的

股份分別於聯交所上市。彼於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擔任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

事（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323）。莫先生於多家公司的籌資及投資企業聯合組織方

面擁有逾14年的扎實經驗。彼曾幫助、資助及╱或親身投資於眾多其他矽谷公司並為其提供建

議，包括但不限於 Facebook Inc. 及 Proteus Digital Health。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森泉先生，40歲，於2015年4月1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先生現為西證國際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812）之董事總經理。張先生亦擔任建德國際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865）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香港會計師公會、中國註冊

會計師協會及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之會員。張先生曾於2014年12月至2017年3月擔任通策醫療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0763SH）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2014年5月至2015年7月，彼擔任華眾車載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6830）首席財務官兼聯席公司秘書。於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彼曾任好孩子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086）戰略發展部主管。彼於會計及審計方面有逾十年專

業經驗，並於1999年至2012年間曾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德勤 •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擔任由審計員至審計合夥人等不同職位。張先生在1999年於中國復旦大學取得學士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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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

張華強博士，56歲，於2017年5月26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現分別為成謙集團及泰升

實業有限公司之主席，在消費電子產品貿易及製造方面累積了逾30年的經驗。張博士現亦為天

彩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3882）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於2005年5

月至2014年11月出任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現稱為裕華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728）

之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於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為中國金石礦業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380）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和於2007年6月至2016年9月為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現稱為亞

投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3）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2013年9月至2016年9月之非執行

主席，上述公司股份皆於聯交所上市。

張博士持有香港中文大學頒授之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及環球政治經濟碩士學位和香港理工大學頒

授之公司管治碩士學位及工商管理博士學位。彼於2005年榮獲香港工業總會頒發「香港青年工

業家獎」，並於2006年榮獲由香港董事學會頒發「董事嘉許狀」，並於2015年至2016年擔任香港

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

周安華先生，55歲，於2017年5月26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現為金泰豐發展有限公司

之董事，為不同客戶提供專業管理投資諮詢服務。周先生在中國家居生活用品零售業務管理有

逾20年經驗。彼於1986年至2001年在宜家家居集團服務達15年之久，曾擔任宜家印度及巴基

斯坦地區公司總經理和其後長駐於中國。於1995年至2001年期間，周先生負責宜家家居在中國

的零售與營運管理工作，並於1997年為宜家集團開辨了第一家零售商場。彼於2001年創立安豐

顧問有限公司，從事中國商業及零售管理策劃諮詢。周先生於2004年創立新創國際企業有限公

司，從事家居生活用品零售業務，業務遍佈中國並集中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主要代理國際知名

品牌，包括Frette、Trussardi-home及Esprit-home等，直至其業務於2013年出售予利豐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494）。周先生於2013年至2016年6月擔任利標品牌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2014年從利豐有限公司分拆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787）高級副總裁，負責管理其家

居用品多品牌業務，範圍遍及全亞洲。周先生持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之工程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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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何耀樑先生，51歲，於2012年1月加入本集團擔任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彼負責本集團整體財

務報告、財務及公司秘書工作。彼於審計、會計及財務管理方面積逾20年經驗。彼分別為香港

會計師公會、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及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資

深會員。彼持有斯特拉思克萊德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高岩先生，58歲，於2007年6月加入本集團。彼現時擔任卡撒天嬌家居用品（惠州）有限公司總

經理。彼負責於中國的生產、採購及物流管理。於加入本集團前，高先生於生產管理方面積逾

20年經驗。彼自西北紡織工學院取得紡織機械專業的文憑，並獲廣東省人事廳頒發高級工程師

資格。

林奕凱先生，47歲，於2007年5月加入本集團。彼現時擔任卡撒天嬌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彼負責本集團中國業務的財務管理。林先生於審計、稅務及會計領域積累逾20年經

驗。彼持有國際內部控制協會國際註冊內部控制師、國際財務管理協會高級國際財務管理師及

中國註冊理財規劃師協會註冊理財規劃師資格，並為國際內部控制協會會員、國際財務管理協

會會員及中國註冊理財規劃師協會會員。彼獲中國財政部授予會計（企業）專業助理會計師資格

及會計專業中級資格。林先生持有廣東技術師範學院會計學學士學位。

公司秘書

何耀樑先生，51歲，於2012年1月加入本集團擔任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其履歷請參閱上文「高

級管理層」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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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卡撒天嬌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吾等已審閱列載於第26至41頁的卡撒天嬌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

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

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以及若干解釋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的報告

必須符合上市規則有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該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吾等的責任是根據吾等的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吾等協定

的委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吾等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

士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

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

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

範圍，故吾等不能保證吾等會知悉於審核中可能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審

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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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根據吾等的審閱，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未有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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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77,343 184,555

貨物銷售成本  (60,571) (68,490)

毛利  116,772 116,065

其他收入  925 721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885 (4,070)

銷售及分銷成本  (67,717) (74,014)

行政開支  (23,646) (26,267)

融資成本 5 (745) (1,144)

除稅前溢利 6 27,474 11,291

稅項 7 (5,253) (4,366)

期內溢利  22,221 6,925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可能在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5,747 (4,608)

  於註銷一項海外業務時累計匯兌差額

   之重新分類調整  – (8,77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5,747 (13,383)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27,968 (6,4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2,221 6,9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27,968 (6,458)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9 8.60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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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34,291 122,923
 預付租賃款項  23,990 23,540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304 594
 租賃及其他按金  2,365 1,689

  160,950 148,746

流動資產

 存貨  66,686 77,1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6,245 82,465
 預付租賃款項  558 541
 可收回稅項  121 770
 已抵押銀行存款  6,608 8,038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1,476 172,444

  331,694 341,35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0,592 81,413
 應付稅項  5,084 1,307
 銀行借貸 13 39,594 43,846
 融資租賃責任  – 63

  105,270 126,629

流動資產淨值  226,424 214,7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7,374 363,47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3 2,373 6,325
 遞延稅項負債  710 828

  3,083 7,153

淨資產  384,291 356,32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25,843 25,843
 儲備  358,448 330,480

權益總額  384,291 35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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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中國  購股權 累計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換算儲備 儲備 溢利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i） （附註 ii） （附註 iii）

於2017年1月1日（經審核） 25,843 166,268 2,000 1,319 2,747 (18,361) 4,592 171,915 356,323

期內溢利 – – – – – – – 22,221 22,221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5,747 – – 5,74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5,747 – – 5,747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5,747 – 22,221 27,968
購股權失效 – – – – – – (263) 263 –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25,843 166,268 2,000 1,319 2,747 (12,614) 4,329 194,399 384,291

於2016年1月1日（經審核） 25,843 166,268 2,000 1,319 8,988 3,373 7,060 154,702 369,553

期內溢利 – – – – – – – 6,925 6,925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4,608) – – (4,608)
於註銷一項海外業務時

 累計匯兌差額之重新分類調整 – – – – – (8,775) – – (8,77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13,383) – – (13,383)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3,383) – 6,925 (6,458)
確認以股本結算以股份

 為基礎的付款 – – – – – – 972 – 972
購股權失效 – – – – – – (255) 255 –
因註銷一間附屬公司

 進行的儲備回撥 – – – – (6,470) – – 6,470 –

於2016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25,843 166,268 2,000 1,319 2,518 (10,010) 7,777 168,352 36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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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資本儲備指豁免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ii) 本集團的合併儲備指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前根據集團重組所發行的

本公司股份面值與所交換的富盛投資有限公司、卡撒天嬌國際有限公司及創富亞太投資有限公司的全

部股本及轉讓科思特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科思特（深圳）」）的11.76%股權間的差額。

(iii) 根據本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附屬公司的組織章程相關規定，該等公司的一部分除稅後

溢利須轉撥至中國法定儲備。該轉撥須於向權益擁有人分派股息前進行。法定儲備資金可用於彌補過

往年度的虧損（如有）。除進行清盤時外，法定儲備資金不得用作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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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49,006 38,65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存置已抵押銀行存款 (9,815) (6,88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3,859) (2,796)

 提取已抵押銀行存款 11,433 6,7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00 –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698 485

 (11,443) (2,40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新增銀行貸款 33,866 –

 償還銀行貸款 (42,218) (11,350)

 償還融資租賃責任 (63) (369)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745) (1,144)

 (9,160) (12,8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28,403 23,381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2,444 177,373

匯率變動的影響 629 (904)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代表銀行結餘及現金 201,476 199,850



3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可換股債券的衍生工具部分按公平值計量除外。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2016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披露並

無重大影響。有關融資活動所產生的負債變動（包括就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的修訂而導致現金流所
產生的變動和非現金變動）之更多披露，將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提供。

3. 收入及細分市場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屬於單一經營細分市場，專注於製造及銷售床上用品。此經營細分市場乃根據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並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檢討的內部

管理報告進行識別。本公司執行董事按 (i)自營零售；(ii)分銷業務及 (iii)其他劃分對收入分析進行定期檢
討。然而，除收入分析外，概無經營業績及其他獨立財務資料可用於評估相關產品的表現。本公司執

行董事審閱本集團的整體收入及期內溢利，以就資源分配作出決策。由於本集團執行董事未獲定期提

供細分市場資產或細分市場負債之資料，故無提呈細分市場資產或細分市場負債之分析。因此，並未

提呈此單一經營細分市場之分析。

• 自營零售：透過自營零售渠道進行的銷售指於百貨公司的自營專櫃及自營專賣店進行的銷售。

• 分銷業務：分銷業務指對轉售產品予終端用戶消費者的分銷商（尤其是經營百貨公司專櫃及專

賣店的分銷商）的銷售。

• 其他：其他銷售包括對位於中國、香港及澳門的批發客戶的銷售以及對海外客戶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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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細分市場資料（續）
細分市場的收入資料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營零售 109,645 129,050
分銷業務 14,235 14,192
其他 53,463 41,313

 177,343 184,555

整家公司的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的主要產品收入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床品套件 74,401 113,843
被芯及枕芯 97,269 62,517
其他家居用品 5,673 8,195

 177,343 18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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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附註a） – 8,775
可供出售投資的減值虧損（附註b） – (7,749)
可換股債券的減值虧損（附註b） – (2,980)
可換股債券的衍生工具部分的公平值變動（附註b） – (67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011 (979)
呆賬撥回（撥備）淨額 1,082 (3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08) (136)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 (16)

 1,885 (4,070)

附註：

(a) 截止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於中國成立的科思特（深圳）被註銷。於註銷日期的資產淨值為
零及註銷的收益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累計匯兌儲備。

(b) 於前年度，本集團投資於一間私人實體（「被投資公司」）的13.6%股權的非上市投資約港幣
7,749,000元，該實體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透過中國電視購
物頻道從事虛擬零售業務。

此外，本集團亦已認購被投資公司所發行的可換股債券（本金額為港幣3,600,000元，按年利率
8%計息，須於2017年10月31日支付有關利息並於同日到期）。該可換股債券可於自發行日起
至到期日止期間內隨時轉換為被投資公司或被投資公司附屬公司的權益股份。應收款項部分

及衍生工具部分於初步確認時以及於2015年12月31日的公平值分別為港幣2,884,000元及港幣
2,980,000元，以及港幣716,000元及港幣673,000元。於初步確認後，應收款項部分使用實際利
率法按攤銷成本列賬，而衍生工具部分則按公平值列賬。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被投資公司的虛擬零售業務中止。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該
項可供出售投資不可收回，該金額港幣7,749,000元被悉數減值。此外，本公司董事認為該可換
股債券可收回機率較小，該金額港幣2,980,000元被悉數減值。本公司董事亦認為可換股債券衍
生工具部分的公平值極小，期內港幣673,000元的公平值虧損於損益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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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的利息：

 銀行借貸 745 1,132
 融資租賃 – 12

借貸成本總額 745 1,144

6.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及計入：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薪酬

 （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附註a） 4,173 5,077
其他員工成本 38,988 40,763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計入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 – 972
無形資產攤銷 – 1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74 288
存貨（撥回）撥備淨額（計入貨物銷售成本） (434) 141
利息收入 (322) (248)
投資收入 (377) (37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224 6,894

有關下列各項的經營租賃租金

 – 租賃物業 365 854
 – 專賣店（附註b） 4,901 4,648
 – 百貨公司專櫃（附註b）
    （包括專櫃佣金）
    （計入銷售及分銷成本） 20,632 22,208

 25,898 2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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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續）
附註：

(a) 包括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鄭斯堅先生、鄭斯燦先生及王碧紅女士提供之董事宿舍的
已付關連公司租賃開支港幣1,374,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1,374,000元）。

(b) 包括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或然租金港幣9,311,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港幣11,492,000元）。或然租金指根據已實現銷售額的預定百分比計算的經營租賃租金，扣除各
有關租約的基本租金釐定。

7.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 4,089 3,836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286 430

 5,375 4,266

遞延稅項：

 即期 (122) 100

 5,253 4,366

香港利得稅乃就該兩個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該兩個期間的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25%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對中國附屬公司賺取的溢利所宣派的股息徵收預扣稅。
本集團並無就中國附屬公司的累積溢利人民幣21,373,000元（相等於港幣24,606,000元）（2016年12月31
日：人民幣17,129,000元（相等於港幣19,128,000元））引致的暫時差額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遞延稅
項撥備，因為本集團能夠掌控撥回暫時差額的時間，而暫時差額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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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本公司董事決定將不會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22,221 6,925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8,432,000 258,432,000

由於經調整的購股權行使價（經就未歸屬購股權的公平值作出調整後）高於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場價格，因此計算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
盈利時並未假設本公司的購股權已獲行使。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花費港幣14,370,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
5,019,000元）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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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零售主要在百貨公司專櫃進行。百貨公司向最終客戶收取現金，然後扣除專櫃佣金後將餘額支付予本

集團。百貨公司獲授信貸期介乎30天至75天不等。就分銷商及批發銷售而言，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
的信貸期最多為60天，或可延長指定客戶的信貸期至180天。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接近各收入確認日期）列示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

備）的賬齡分析。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22,778 33,047
31至60天 7,155 26,772
61至90天 4,036 5,690
91至180天 2,407 2,605
181至365天 6,589 275
超過365天 14 1,036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42,979 69,425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列示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6,405 21,259
31至60天 9,538 14,751
61至90天 5,196 9,654
91至180天 10,044 11,852
超過180天 2,264 2,065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43,447 59,581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信貸期為30至90天。

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港幣1,527,000元（2016年12月31日：港幣1,31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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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3. 銀行借貸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取得新增銀行借貸港幣33,866,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無）及已償還銀行借貸港幣42,218,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11,350,000元）。
有關借貸每年按介乎1.91厘至5.47厘（2016年12月31日：1.63厘至5.97厘）的市場利率計息及須於五年
內償還。

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幣千元

每股面值港幣0.1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6年1月1日、2016年6月30日、
  2017年1月1日及2017年6月30日 50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2016年1月1日、2016年6月30日、
  2017年1月1日及2017年6月30日 258,432,000 25,843

15. 購股權計劃
(a)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乃根據於2012年10月22日通過的唯一股東決議案予以採納，主要
旨在向董事或合資格僱員提供獎勵或獎賞、鼓勵合資格參與者為本公司的利益提升彼等的工作

效率以及吸引及挽留合資格參與者，並已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日到期。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可授出的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最高數目為22,500,000股，相當
於緊隨公開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約11.25%。

所授購股權須於授出日期後一個月內接納，在接納要約時支付港幣1元。購股權可於該購股權
被接納並已授出當日或之後開始，至董事會知會各承授人當日止期間任何時間行使，惟自該購

股權被接納並已授出之日起計不得超過10年。

行使價為本公司股份的首次公開發售價港幣1.50元的80%。該等購股權僅於2013年5月23日或
之後方可行使並於購股權授出之日起10年內到期。

於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下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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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購股權計劃（續）
(b) 購股權計劃

經2012年10月22日通過的唯一股東決議案批准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與首
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大致相同，惟下列者除外：

(i) 購股權的行使價將按授出日期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的收市價及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

個營業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的平均收市價（以最高者為準）而釐定；

(ii) 可授出的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日已發

行股份總數的10%；及

(iii) 各合資格參與者於直至建議授出日期前任何12個月期間內可獲得的最高配額不得超過
於建議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的1%。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所確認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為零（截至2016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港幣972,000元）。

於2017年6月30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且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合共為2,954,000股
（2016年12月31日：3,134,000股），佔本公司於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14%（2016年12月31日：1.21%）。

於報告期末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加權平均行使價為港幣4.95元（2016年12月31日：港幣4.95元）。就於截
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獲行使的購股權而言，於行使日的加權平均股價為港幣2.63元。

下表披露於兩個期間本公司董事及僱員所持本公司購股權的變動情況：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購股權數目
 

    於2017年  於2017年
    1月1日  6月30日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幣

購股權計劃

執行董事 9.4.2015 9.10.2015 - 8.4.2018 4.95 990,000 – 990,000
非執行董事 9.4.2015 9.10.2015 - 8.4.2018 4.95 1,000,000 – 1,000,000
僱員 9.4.2015 9.10.2015 - 8.4.2018 4.95 1,144,000 (180,000) 964,000

    3,134,000 (180,000) 2,9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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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購股權計劃（續）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購股權數目
 

    於2016年  於2016年
    1月1日  6月30日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幣

購股權計劃

執行董事 9.4.2015 9.10.2015 - 8.4.2018 4.95 2,990,000 – 2,990,000
非執行董事 9.4.2015 9.10.2015 - 8.4.2018 4.95 1,000,000 – 1,000,000
僱員 9.4.2015 9.10.2015 - 8.4.2018 4.95 1,514,000 (200,000) 1,314,000

    5,504,000 (200,000) 5,304,000

16. 資本承擔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已訂約但並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的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 454 2,187

17. 關連方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已進行下列關連方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關連公司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深圳富盛宏業貿易有限公司 關連公司（附註） 租金開支 – 549

得盛投資有限公司 關連公司（附註） 租金開支 816 816

富栢亞洲有限公司 關連公司（附註） 租金開支 558 558

附註： 若干董事兼控股股東於該等關連公司擔任董事職務或擁有直接實益及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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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方交易（續）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津貼 4,229 5,52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9 317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688

 4,478 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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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股份代號
2223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鄭斯堅先生（主席）
鄭斯燦先生（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王碧紅女士

非執行董事
莫贊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森泉先生

張華強博士

周安華先生

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張森泉先生（主席）
張華強博士

周安華先生

薪酬委員會
張華強博士（主席）
張森泉先生

周安華先生

提名委員會
鄭斯堅先生（主席）
張森泉先生

張華強博士

周安華先生

公司秘書
何耀樑先生

授權代表
王碧紅女士

何耀樑先生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

火炭

黃竹洋街9-13號
仁興中心5樓

核數師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aples Fund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PO Box 1093, Boundary Hall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102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北角

英皇道338號
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公司網址
www.casablanc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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